战斗入门
战锤40K对战须知

核心规则
在战锤40K的游戏里，您可以指挥一支由强力战士和战争机器组的部队。这些页
面所包含的核心规将会指导您如何用您所收集的战锤模型在这个充满战争的银河
进行荣耀的对战。

模型与数据表
所有模型以及一些地形特征的规则和

战斗轮次

属性将展示在数据表中，而您在战斗

战锤 40000 游戏通过一系列的战

中使用模型时会用到这些数据表。

斗轮次来进行。在每个战斗轮次
中，双方玩家各有一个回合。在
每个战斗轮次中，先开始回合的

单位

玩家是相同的 — 您所进行的任

模型以单位的形式进行移动或者肉搏
战，单位由一个或多个模型组成。单
位是游戏中的最小单元，必须作为一

战争工具

水平距离 2 英寸以下，垂直距离 6 英

在战锤 40000 中，距离以
英寸 (") 为度量单位，两

战斗中出现了单位遭到分割的情况，

个模型底座上最近的点之
间的距离，便是两个模型
间的距离。如果模型没有
底座，比如许多载具都是
这样的情况，则转而测量
模型外壳上最近的点之间
的距离。您可以随时丈量
距离。

聚力。

样的情况下，进行相应次
数的 D6 掷骰并将结果相
加。如果规则要求您进行
D3 掷骰，则需要将掷出
的 D6 点数减半。当将掷
骰点数减半时，需要先向
上取整，再对结果应用加
成效果（如果有的话）。
所有的加成效果都是可累
加的。如果规则要求掷出
某个点数，比如，3 点或
以上，则通常简称为 3+。

个回合都由一系列的阶段组成，
这些阶段必须按照次序结算。阶
段有如下这些：

须与同单位的至少一个其他模型保持

为了进行战斗，您需要准
备一副卷尺和几个骰子。

战锤 40000 使用的是正六
面体骰子，有时简称为
D6。有些规则需要进行
2D6、3D6 等掷骰 —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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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体来移动。单位内的每个模型必

务将会告诉您是哪一方玩家。每

寸以下：这称之为单位凝聚力。如果
那么该单位必须在下次移动时重塑凝

1. 移动阶段
移动任何可以移动的单位。

2. 灵能阶段
灵能者可以使用强大的精神
技能。

3. 射击阶段
您的单位可以射击敌方单位。

4. 冲锋阶段
您的单位可以向敌方单位移
动以进行近战格斗。

5. 肉搏战阶段
双方玩家的单位切入并用近
战武器进行攻击。

6. 士气测试阶段
对精疲力竭的单位进行勇气
测试。
一旦一方玩家的回合结束，其
敌对玩家的回合随即开始。当
双方玩家都完成回合时，则当
前战斗轮次结束，下一战斗轮
次随即开始，以此类推，直至
战斗完全结束。

只有愚者才会失职。

1.移动阶段

重新掷骰

当军队行军穿过战场来夺取优势位置时，大地因着这行军的脚步和机器的轰鸣而
震颤。
在移动阶段中，您可以选中单位然后

敌方模型

移动其中的所有模型，直至所有需要

同一支军队里的所有模型都是友方模
型。而被敌对玩家所控制的模型称为
敌方模型。当您在移动阶段中移动模
型时，您不能将其移动至距离任何敌
方模型 1 英寸以下的范围内。

移动的模型全部移动完毕为止。您可
以根据需要移动任意数量的单位。但
每个模型在一个移动阶段中只能移动
一次。

后撤

移动
一个模型可以向任一方向移动，但其
移动的英寸数不能超过其数据表中显
示的移动属性值。该模型的底座（或
外壳）的移动也不能超过这一距离。
其在移动中不能穿过其他模型或者类
似墙壁这样的地形特征，但可以垂直
移动，以进行攀爬或者切换场景。
如果模型的数据表中标明这个模型可
以飞行，那么其便可以无视任何模型
与场景，越过它们进行移动。

在移动阶段开始时，距离敌方单位不足 1
英寸的友方单位可以选择保持静止或者
进行后撤。如果您选择后撤，那么该单
位必须在移动结束时与所有敌方单位保
持 1 英寸以上的距离。如果一个单位进
行了后撤，则其不能突进（见下方），也
不能在该回合接下来的时间里进行冲锋
（参见“冲锋阶段”）。而且除非其可以
飞行，否则一个进行过后撤的单位在该
回合接下来的时间里也无法进行射击。

突进
当您在移动阶段中选择某个单位时，您可以
声明其会突进。此时您需要掷一个骰子，并
将点数与其移动属性相加，并以此结果作为
该单位中所有模型在本移动阶段中的移动属
性。当单位突进后，其将无法在该回合接下
来的时间里进行射击或冲锋。

最小移动
一些可以飞行的模型的移动属性由两
个值组成。其一是该模型的最小速度
— 在移动阶段，该模型底座的所有部
件必须在移动结束时与其初始位置至
少保持这一距离。其二则是该模型的
最大速度 — 模型底座的所有部件的移

“在饿狼面前，难道我们应该
像羔羊一样温顺地躺下吗？还
是说我们应该用骄傲的蔑视来
反抗宇宙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恐
怖？绝不容忍其他世界的野
兽和憎恶在我们的帝国中蔓
延！”

动距离不能超过这一值。如果一个模
型无法进行最小移动，或者说会因为
其最小速度而被迫脱离战场，其将会

有些规则允许您重新进行
一次掷骰，这表示您可以
把其中一些或是所有的骰
子重新投掷一次。游戏中
不会出现重投次数超过一
次的情况。如果重投的场
景涉及点数加成，那么玩
家需要先进行重投，然后
再执行点数的加减。

掷骰拼点
一些规则要求玩家掷骰拼
点。若要如此做，则双
方玩家各进行一个 D6 掷
骰，掷出较高点数的一方
玩家获胜。如遇平局，则
双方各自重新进行 D6 掷
骰，这是唯一一个玩家可
以不断重新掷骰的情况
— 如果第二次以及后续
的掷骰结果仍是平局，
则一直掷骰直至决出胜者
为止。

规则顺序
当畅玩战锤 40000 时，您
偶尔会发现：在“移动阶
段开始时”或“在任务开
始前”有两个或更多规则
基本上要亟待同时结算。
当在游戏中出现了这种情
况，由当前回合的玩家决
定规则顺序。如果这种情
况在游戏开始前或结束后
或在战斗轮次开始或结束
时发生，则玩家们进行掷
骰拼点，由获胜方决定规
则顺序。

— 奥萨斯 ·格里高兰，
弗兰议会
首席演说家

被摧毁并从战场上移除 — 该模型要么
因失速而坠毁，要么被迫放弃战斗。

谈判即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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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小人晕动症
有时候您会发现：某个特
殊的地形会很难让您把模
型放在您想要放的位置
上。即使您小心翼翼地使
其在位置上保持平衡，一
旦有人轻推下桌子，它又
会掉下，使得涂装好的模
型破损甚至打碎。像这种
情况，只要双方玩家都知
道该模型的“实际”位置
并协调一致，就可以将其
放在一个更稳定的地方。
如果接下来您的敌人考虑
对这个模型进行射击，您
需要手动将其保持在原先
的位置，以便您的敌人确
认该模型是否可见。

2.灵能阶段
奥术师和术士们使用着奇异的亚空间能量来支援友军并打击敌人。但是，驾驭这
样的力量是有风险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对周遭一整片造成灭顶之灾。

灵能步骤
1. 选择灵能者和能量
2. 进行灵能测试
3. 敌人进行化解巫术测试
4. 结算灵能

1.选择灵能者和能量
根据数据表所示，一些模型属于灵能

亚空间反噬
如果您在进行灵能测试时掷出了
两个 1 或两个 6，则该灵能者会
立刻受到亚空间反噬。因为被充
满恶魔的亚空间力量攫取了心
智，该灵能者会受到 D3 的致命
伤害。如果该灵能者被亚空间反
噬所击杀，则其尝试的能量操控
自动失败，同时其方圆 6 英寸范
围内的单位立即受到 D3 的致命
伤害，而灵能者自身则被吸入了
亚空间或者炸得灰飞烟灭。

者。灵能者可以操控自身的超自然技
能，并试图化解敌人的术法。每个灵

增援

能者熟悉的能量，及其在灵能阶段所

许多单位都具有在回合中
间被部署到战场的技能，
有些时候使用传送点、重
力降落伞或者是其他更加
隐秘的手段。一般而言，
这个情况发生在移动阶段
结束时，但也可以发生在
其他阶段中。通过这种方
式部署的单位不能在其抵
达的回合再行移动或突进
— 他们的整个移动阶段
已经在部署到战场的过程
中用完 — 但他们可以在
该回合剩余的时间里正常
进行其他活动（如射击、
冲锋等等）。作为增援抵
达的单位将被视为已在移
动阶段进行了各规则所需
的移动，比如使用重型武
器进行射击（参见“射击
阶段”）时视为已移动。
在战斗结束时未抵达战场
的任何单位将被视为已被
摧毁。

能操控或者化解的能量的数目都详细
列在了各自的数据表中。

灵能
除另行说明外，所有灵能者都熟练掌
握重击 灵能，如下所述。其他灵能者
在掌握重击 的同时还掌握其他灵能，
模型的数据表和其他补充规则将标明
灵能者所掌握的具体技能。如果灵能
者在战斗前触发其灵能，则应在任意
玩家开始部署军队前执行。

3.化解巫术测试
一名灵能者可以通过进行一项化解巫术
测试，来尝试抵御距其 24 英寸以下范
围内的一名敌方模型所操控的灵能 —

重击
重击 拥有 5 点的亚空间充能值。
如果成功操控了这一能量，则距
离该灵能者 18 英寸范围内最近
的可视敌方单位将会受到 D3 的
致命伤害。如果灵能测试的结果
为 10 点及以上，则目标转而受
到 D6 的致命伤害。

该测试可以立即进行，哪怕当前不是您
的回合。若要如此做，需进行 2D6 掷
骰。如果掷骰结果大于对方操控该灵能
前的灵能测试结果，则该灵能将被成功
抵御，不产生效果。每一回合中，不论
您有多少名灵能者处于正在操控灵能的
敌方模型方圆 24 英寸的范围内，对于
每个被敌方成功操控的灵能，您只有一
次尝试化解的机会。

2.进行灵能测试
一名灵能者可以通过进行灵能测试来操
控一种其熟悉的灵能力量。若要如此
做，需进行 2D6 掷骰。如果总点数大于
或等于该能量的亚空间充能值，则对该
能量的操控即告成功。每回合中，同一
种灵能仅可被一名灵能者操控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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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算灵能
只要灵能测试成功，由于亚空间反噬
的影响，灵能者就不会阵亡，同时所
进行的尝试也不会被化解巫术测试阻
挠。随后您可以结算灵能的效果，其
效果见于其灵能描述。

没有目标的灵魂会在暗处徘徊。

3.射击阶段

快速掷骰

枪炮轰鸣，子弹从天空中纷纷落下。一簇簇炮口的火光在昏暗中闪耀着，众多激
光光线则将战争的浓雾照亮，而用过的弹夹和电池被弃置在战场。

3.选择远程武器

射击步骤

如果一个模型有数把武器，则其可以

1. 选择进行射击的单位
2. 选择目标
3. 选择远程武器
4. 结算攻击
• 进行命中掷骰
• 进行致伤掷骰
• 敌方分配伤害
• 敌方进行豁免检定
• 造成伤害

用所有武器射击同一个目标，或者用
各个武器分别射击不同的敌方单位。
同样的，如果射击单位含有多个模
型，那么您可以选择让他们射击相同
的或者不同的目标。无论哪种情形，
您都需要在进行任何掷骰前先声明您
将如何分配射击单位的子弹，并且在
对一个目标的射击结算完之后，再转
向下一个目标。

攻击次数
每当一个模型用远程武器进行射击
时，都会进行若干次攻击。您需要对
每一次攻击掷一个骰子。一个模型可

1.选择进行射击的单位
在您的射击阶段中，您可以用装备了
远程武器的模型进行射击。首先，选
择一个将进行射击的单位。您无法
选择该回合内进行过突进或后撤的单
位，也无法选择距离敌方单位 1 英寸

以进行的攻击的次数，也就是说您可
以掷的骰子的个数，将连同武器的类
型一起，被列示在武器资料上。而武
器的类型会影响其可以进行的攻击次
数（参见“武器类型”）。

以下的单位。除非另行说明，否则选
中单位中的每个模型都会使用所装备
的远程武器进行攻击。在这个单位的
所有模型完成射击后，您可以选择下
一个单位继续进行射击，直至所有能
够射击的单位都已射击完毕为止。

角色
根据数据表所示，一些模型属
于角色。这些英雄、军官、先

制定结算攻击的规则
（ 参 见 “ 射 击 阶 段 ”、
“结算攻击”）的前提是
假设您会对每一次攻击
进行一次结算。然而为
了加快战斗进程，您也
可以同时为相似的攻击
进行掷骰。而一次性进
行多个攻击的前提是，
所有的这些攻击必须拥
有相同的弹道技能（若
其为射击攻击）或者相
同的武器技能（若其为
近 战 格 斗 攻 击 ）。 而 且
这些攻击还必须具有相
同的威力、护甲穿透和
伤害属性，并且瞄准的
是同一个目标单位。在
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一
次性进行所有的命中掷
骰，以及随后的致伤掷
骰。您的对手接着可以
一次分配一点伤害，同
时进行各个豁免检定并
承受相应的伤害。记
住，如果目标单位中包
含已失去伤害点数的模
型，其后的伤害也必须
被分配给这一模型，直
至其被击杀，或者所有
的伤害经豁免或者结算
完成。

知和军阀们是一些强大的个
体，对战斗的进程具有巨大的

2.选择目标

影响力。然而战场的极度混乱

在选择好进行射击的单位之后，您必

使这些个体很难被区分出来，

一些单位 — 通常为角

须为攻击选择一个或多个目标单位。

并被选为目标。只有当一个角

色 — 会具有影响指定

为了瞄准一个敌方单位，该敌方单位

色在射击阶段中属于离射击模

的一个模型必须处于射击模型武器的

型最近的可视敌方单位，该角

射程之内（如武器资料所列）并为射

色才能被选为目标。鉴于其绝

击模型可见。如果不确定，可以弯腰

对的尺寸，这一条对伤害属性

从射击模型背后查看一下，确认是否

为 10 点及以上的角色不适用。

范围内的特定模型的技
能。除非技能描述另有
规定，否则具有该规则
的模型本身总是处于其
效果的范围内。

可以看见目标的任何部分。在确定攻

灵气技能

有模型的视线可以穿透同一单位的其

例如，一个疫病领主具有
纳垢的礼物这一技能，会
影响距其 7 英寸以内的所

他模型。

有 死亡守卫 模型。鉴于

模型不能瞄准距任何友方模型 1 英寸

亡守卫 模型，他也会因

击目标的可见性时，默认攻击方的所

以下的敌方单位 — 因为误伤自己军队
的风险实在是太高了。

思考是盲从的克星。

该疫病领主也是一个死
这一技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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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类型

快速射击型

远程武器有五种类型：突击型、重

快速射击武器是多用途的，既能够在

型、快速射击型、手雷以及手枪。一个

远程发射单发经过瞄准的子弹，也可

模型使用这些武器能进行的攻击次数与

以进行近距离的约束性火力爆发。

该武器的资料中类型后面所写的数字相
同。例如，一个使用“突击型 1”的武
器的模型可以用该武器进行 1 次攻击；
而一个使用“重型 3”的武器的模型则
可以进行 3 次攻击，以此类推。
如果一个武器有多次攻击机会，则这
些攻击必须针对同一个目标单位。

最重要的规则

每一种远程武器类型都有一条额外规

在战锤 40000 这样细致而

则，可能会在相应的情形下影响武器

宏大的游戏中，您可能会

的精准度或者发射的时机。这些额外

遇到很多难于解决的状

规则分别如下：

况。此时您最好与对方进
行交流，共同商议出双方
都能接受（或是最有趣

则其获得双倍的攻击次数。

手雷
手雷是手持的爆炸性装置，通常在小队
提供火力掩护时，由战士投向敌人。
每当单位进行射击时，其中一个装备
了手雷的模型可以投一个手雷来取代
用武器进行射击。

手枪是单手武器，可以在近战中进行近

突击型
突击型武器在射击时又快又随性，战
士们可以在冲向战斗时凭直觉射击。

方不能达成一致，那么最

持有突击性武器的模型即使在当前回

好通过掷骰拼点来解决问

合突进过，仍然可以用其进行射击。

题，由点数较高的一方来

若如此做，您必须将这一回合内用该

才会顺利进行下去！

而言，如果目标在其一半射程以内，

手枪

味）的解决方案。如果双

进行抉择。这样您的战斗

对用快速射击型武器进行射击的模型

武器进行射击时的任何命中掷骰点数
减去 1 点。

距离平射。许多战士在其主武器之外将
手枪作为配枪携带。
模型可以在敌方单位距其单位不足 1 英
寸时用手枪进行射击，但只可以瞄准
最近的敌方单位。在这样的情形下，
即使其他友方单位距离同一个敌方单
位不足 1 英寸，该模型仍可用手枪进
行射击。

重型
重型武器是战场上最大最致命的枪支，
但需要重新填装弹药、小心部署并且获
得支撑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

每当一名同时装备了手枪和其他类型
远程武器（例如，一把手枪和一把快
速射击型武器）的模型射击时，其
可以用手枪射击，或者用其他武器射

若持有重型武器的模型在该回合先前

击。在进行命中掷骰前，选择用于射

的移动阶段进行了移动，您必须将这

击的武器（手枪或非手枪）。

一回合内用该武器进行射击时的任何
命中掷骰点数减去 1 点。

“坚甲保护着我们的躯体，忠诚守卫着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爆矢枪将给帝皇的敌人带去死亡，
我们的思想充满了智慧。
我们不断前进，我们英勇无畏。谁能说我们不是真正的
星际战士？
谁能说我们不是被帝皇选中的鞠躬尽瘁的忠诚仆从？”

看着这帝皇的造物并颤抖吧！

4.结算攻击

3.分 配伤害：如果一次攻击成功

攻击可以逐次进行结算，在某些

地伤害了目标，则指挥目标单

无敌豁免

情况下您也可以同时结算多次攻

位的一方玩家将伤害分配给该

一些模型拥有超自然的反应，或者受到能

击。在逐次进行攻击结算时，您

单位内的任一模型（被选中的

量场的保护，因此具备了无敌豁免。每当

需要遵循下步骤：

模型无需在武器射程内或者对

伤害被分配给具有无敌豁免的模型时，您

攻击单位可见）。如果目标单

可以在其正常的豁免属性或者无敌豁免中

位里的某个模型已经失去过伤

选择一个来使用，但不能同时使用两者。

害点数，则伤害必须被分配给

如果模型具有不止一个无敌豁免，则该模

这个模型。

型只能使用其中一个 — 您需要选择其将

1.命中掷骰：每当模型进行一次攻
击时，掷一个骰子。如果掷骰结
果大于或等于攻击模型的弹道技
能属性，则该模型用当前武器达

使用哪一个。如果模型使用了无敌豁免，

成了命中。反之攻击会宣告失

4.豁 免检定：接着，指挥目标单

败，攻击流程就此停止。不论是

位的一方玩家进行一次豁免检

否有适用的加成效果，掷骰结果

定 — 掷一个骰子，并将掷骰结

为 1 点时自动失败。

果与造成伤害的武器的护甲穿

2.致 伤掷骰：如果一次攻击达成
了命中，则还需要再掷骰一
次，来查看该攻击是否成功地
对目标造成了伤害。掷骰结果
通过比较攻击武器的威力属性
和目标的坚韧属性来决定，详
见下表：

透属性进行加成计算。例如，
如果武器拥有 -1 的护甲穿透，
则豁免检定的掷骰结果需要减
去 1 点。如果最终结果大于或
等于被分配伤害的模型的豁免
属性，则伤害被阻止，并且攻
击步骤停止。如果最终结果小
于该模型的豁免属性，则豁免
检定失败，该模型受到伤害。

致伤掷骰

不论是否有适用的加成效果，
掷骰结果为 1 点时自动失败。

攻击的威力 VS
目标的坚韧

所需的 D6
掷骰结果

威力是否是坚韧的
两倍（或更多）？

2+

5.造 成伤害：造成的伤害与攻击

3+

地形与掩护
未来世界的战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地形特
征，例如废墟、弹坑和歪扭的树林。模型
可以利用这类地形特征的掩护来抵御迫近
的炮火。

中用到的武器的伤害属性相

如果一个单位完全处于一个地形特征之上

等。一个模型每受到一点伤

或之内，则其模型面对射击攻击时的豁

害，就失去一点伤害点数。如

免检定结果增加 1 点，这代表着其从地形

果一个模型的伤害点数减为
威力是否大于
坚韧？

则其不会受到武器的护甲穿透值的影响。

中获得的掩护效果（无敌豁免不受此影

0，则该模型被击杀或摧毁，并

响）。在肉搏战阶段，单位不会受到掩护

从游戏中移除。如果一个模型

增益。

在单独一次攻击中损失了多个
威力是否等于
坚韧？

伤害点数后被摧毁，则该攻击

4+

造成的更多伤害将会失效。

致命伤害
一些攻击会造成致命伤害 — 没有护甲或

威力是否小于
坚韧？

者力场能抵御这些强大攻击的威力。每个

5+

致命伤害对目标单位造成一点伤害。无需
对致命伤害进行致伤掷骰或者豁免检定

威力是否是坚韧的
一半（或更少）？

6+

（包括无敌豁免） — 直接分配伤害并像
下面所述的那样让目标单位里的模型承受

如果掷骰结果小于所需的值，则

伤害值。不同于正常攻击，造成致命伤的

攻击失败并且攻击步骤结束。不

攻击所产生的超额部分伤害仍然有效。

论是否有适用的加成效果，掷骰

需要继续向目标单位的其他模型分配伤

结果为 1 点时自动失败。

害，直至所有伤害被分配完或者目标单位
被摧毁。

每日一句：知识是用来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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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冲锋阶段

5.肉搏战阶段

勇士们舍身冲进了战团，挥舞着刀剑、战锤与利爪

短兵相接的战场，便是饕餮之神的盛宴。

捉对厮杀了起来。

1.选择进行肉搏战的单位

肉搏战步骤

冲锋步骤
1. 选择进行冲锋的单位
2. 选择目标
3. 敌方结算守望射击
4. 进行 2D6 掷骰并进行冲锋移动

1.选择进行冲锋的单位
在冲锋阶段中，距离敌人不足 12 英寸的任何我方单
位都可以进行冲锋。您无法选择该回合内进行过突
进或后撤的单位，也无法选择在冲锋阶段开始时距
离敌人不足 1 英寸的单位。

2.选择目标
选择一个合适的单位，再选择距其 12 英寸以下的一
个或多个敌方单位作为冲锋的目标。然后每个目标
单位都可以尝试进行守望射击。

3.守望
但如果在不足 1 英寸处有敌方单位，则无法进行射
击。守望射击需要像正常射击攻击那样进行结算
（但是在敌人的冲锋阶段进行结算），并且除了总
是需要 6 点的命中掷骰结果才能成功命中（不考虑
射击模型的弹道技能或者任何加成条件）之外，其
余规则照常生效。

1. 选择进行肉搏战的单位
2. 切入最大 3 英寸的距离
3. 选择目标
4. 选择近战武器
5. 结算近战格斗攻击
• 进行命中掷骰
• 进行致伤掷骰
• 敌方分配伤害
• 敌方进行豁免检定
• 造成伤害
6. 巩固战果到最大 3 英寸的范围
在肉搏战阶段中，可以选择任何冲锋过后的单位或
有模型距离敌方单位不足 1 英寸的单位来进行肉
搏。这一条适用于所有单位，不仅限于当前回合的
玩家所控制的单位。该回合内进行过冲锋的单位先
出击。当前回合的玩家选择这些单位出击的顺序。
在所有冲锋单位出击后，双方玩家交替选择合适的
单位来进行肉搏战（从当前回合的一方玩家先开
始），直至双方阵营的所有合适单位都进行了一次
肉搏战。在每个近战阶段中，每个单位只能进行一
次肉搏战。如果一方玩家合适的单位不足，则另一
方玩家用一个单位接另一个，依次完成其所有的肉
搏战。每个肉搏战按照如下的步骤结算：

2.切入

4.进行冲锋移动
当守望射击结算完成后，进行 2D6 掷骰。冲锋单位
内的每个模型都可以移动此最大英寸数 — 这是其在
该回合内的冲锋距离。当冲锋完成后，您移动的第
一个模型必须抵达距离敌方单位任一模型 1 英寸以
内的位置。冲锋单位的任何模型不能移动到距离并
非其冲锋目标的敌方单位 1 英寸以内的位置。如果
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本次冲锋便会宣告失败，冲
锋单位的任何模型在该回合内都将无法移动。当您
完成了冲锋单位中所有模型的移动后，选择另一个
合适的单位，并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所有合适的单

您可以将单位中的每个模型移动最大 3 英寸的距
离 — 只要模型结束移动时更接近最近的敌方模型，
则其移动的方向可以任意。

3.选择目标
在进行攻击时，必须先选择一个或多个目标单位。
以一个敌方单位为目标的前提是，攻击模型必须距
离该敌方单位不足 1 英寸，或者攻击模型与同单位
中其他距离该敌方单位不足 1 英寸的模型之间的距
离不足 1 英寸。这代表着该单位以两个队伍进行肉
搏战。当前回合内冲锋过的模型只能以其在之前阶
段发起过冲锋的敌方单位为目标。

位都已经完成了冲锋移动。在每个冲锋阶段中，每
个单位只能冲锋一次。

英勇突进
在敌人完成了所有的冲锋移动之后，您的任何距敌方单位 3 英
寸以下的角色可以进行一次英勇突进。这样做的角色可以在更
接近最近的敌方模型的前提下，再移动最大 3 英寸的距离。

8

如果模型可以进行多次近战格斗攻击（见右侧），
那么您可以将其分配给任何合适的目标单位。类似
地，如果一个单位包含了多个模型，每个模型也能
够以不同的敌方单位作为攻击目标.无论哪种情形，
您都需要在进行任何掷骰前先声明您将如何分配该
单位的近战格斗攻击，并且在对一个目标的所有攻
击结算完成之后，再转向下一个目标。

帝皇的指挥终将会带来胜利。

攻击次数
模型对其目标发动的近战格斗攻击次数取决于其攻
击属性。每发动一次攻击您可以掷骰一次。例如，
如果模型的攻击属性为 2，则表示您可以发动 2 次
近战格斗攻击，且可以掷 2 次骰子。

运输工具
有些模型在其数据表中被标注为运输工具 — 这些载具将战
士们输送到前线，并为其提供速度与保护。下列规则描述了
单位如何上下运输工具，以及运输工具如何在战场上输送乘
客。注意，一个单位不能在同一回合内登上再离开运输工具。
运输能力：所有运输工具的数据表上都列出了一项运输能

4.选择近战武器
每次模型进行近战格斗攻击时，都需使用近战武

力。此项决定了其可以运输的友方模型的数量和类型。运输

器——所装备武器请见其数据表。如果数据表中未

工具不可超载。

列出任何近战武器，则假设该模型已装备近战武
器，假设的近战武器数据如下。

当您部署一台运输工具时，单位可以在战斗开始时登上该运
输工具而非被分别部署到战场 — 在您部署此运输工具时，需
声明哪些单位将会登上它。

武器
近战格斗武器

射程 类型
近战

S

近战 同使用者

AP

D

-

1

登上：如果一个单位内的所有模型在结束移动时距离一个友
方运输工具不足 3 英寸，则可以登上该运输工具。将该单位
从战场移除并放到一边 — 这代表着该单位已经登上了该运输

如果模型拥有多件近战武器，则需在掷骰前决定

工具。

使用哪件武器。如果模型拥有多件近战武器，并
可发起多次近战格斗攻击，则可用这些武器分别

登上运输工具的单位通常无法进行任何动作或者受到任何影

发起攻击——但需要在掷骰前明示您将如何进行分

响。除非另行说明，否则运输工具中的单位即使拥有影响一

别攻击。

定范围内的其他单位的技能，该技能也无法产生效果。

5.结算近战格斗攻击

如果一台运输工具被摧毁，则其运载的任何单位将在该运输

近战格斗攻击可以逐个进行结算，在某些情况下您

工具被移除之前立即离开（见下方），但您接下来需要为您

也可以同时结算一系列攻击。除了在命中掷骰中使

部署的每个模型掷一个骰子。当掷骰结果为 1 时，离开的该

用模型的武器技能属性来代替其弹道技能属性之

模型（按您的选择）被击杀。

外，进行近战格斗攻击的攻击步骤是与射击攻击完
离开：在单位的移动阶段开始时，运输工具上的任何单位可

全一致的。

以在运输工具移动之前离开该运输工具。当单位离开运输工

6.巩固战果

具时，将其部署在战场上，并确保该单位所有的模型距离该

您可以将单位中的每个模型移动最大 3 英寸的距离

运输工具不大于 3 英寸同时距离任何敌方模型大于 1 英寸 —

— 只要模型结束移动时更接近最近的敌方模型，则

任何在离开运输工具时不能按此条件部署的模型将被击杀。

其移动的方向可以任意。
在当前回合剩余的时间里，离开运输工具后的单位可以正常
行动（移动、射击、冲锋、肉搏战等等）。但是要记住，尽

6.士气测试阶段

管在您的移动阶段，没有再移动任何离开运输工具的单位，

当恐惧弥散开来时，纵使最为勇敢的心也将难逃

移动。

但其仍被视为已进行了所有规则所需的移动，比如使用重型
武器进行射击（参见“射击阶段”、
“武器类型”）时视为已

此劫。
在士气测试阶段中，从当前回合的玩家开始，双方
玩家都需要对其本回合内有模型被击杀的单位进行
士气测试。
士气测试需要玩家投掷一枚骰子，然后与其单位本
回合内被击杀的模型数量进行加和。如果士气测试
的结果大于该单位内的最高领导力属性，则测试失
败。二者的差值，即为该单位中逃离战场并将被移
除的模型的数量。由您来选择哪些模型将从您指挥
下的单位中逃离。

我们所能做的惟有战斗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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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
多种多样的战士、怪物和战争机器为了掌控宇宙而厮杀，每一种都有其各自的作战方式。每一个单位
都有一个数据表，列示了该单位中模型的属性、武器装备和技能——此处，我们将介绍其中部分项的
含义，而核心规则部分则介绍了所有项在游戏中的作用。

1.单位名称

4.资料

度。如果一个模型的弹道技能为

模型以单位的形式进行移动或战

该部分包含了表示单位中模型的

"-"，则其无法使用远程武器，并

斗，而一个单位含有一到多个模

威力程度的下列属性：

且完全无法进行射击攻击。

移动 (M)：此项表示模型在战场

力量 (S)：此项表示模型的强大程

上移动的速度。

度，及其在肉搏战中造成伤害的

型。您可以在此查看单位名称。

2.战场角色

几率。

此项通常用于打造战锤 40000 规
则书中所描述的饱经战火淬炼的

武器技能 (WS)：此项表示模型在

军队。

肉搏战中的技能。如果一个模型

坚韧 (T)：此项表示模型对物理

的武器技能为 "-"，则其无法参加

伤害的恢复力。

3.能量评级

近战，并且完全无法进行近战格
伤害点数 (W)：此项表示模型因

斗攻击。

此项越高，则单位越发强大！您

创伤而死去之前所能承受的最大

可以通过将您军队中所有单位的
能量评级相加来获得您整个军队

弹道技能 (BS)：此项表示模型在

的能量等级。

用远程武器进行射击时的精准

1
4
6

伤害。

2

疫病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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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量

资料

单位构成
名称
疫病领主

M

WS BS

4 英寸 2+

2+

S

T

W

A

Ld

Sv

4

5

6

4

9

2+

疫病领主属于单个模型。

武器装备

技能

疫病领主装备了两个瘟疫收
割者。

恼人恢复力：每当该模型将要失去一点伤害点数时，掷一个骰子，若结果为 5 或
6 点，则该模型不失去此伤害点数。
纳垢的礼物：所有的死亡守卫模型在距离疫病领主 7 英寸以内时都会被瘟疫和疫病
的致命光环所环绕。在您的回合开始时，对距离这样的模型 1 英寸以下的每个敌方
单位掷一个骰子。若结果为 4+ 点，则该敌方单位受到一点致命伤害。
终结者护甲：疫病领主拥有 4+ 的无敌豁免，但您需要在决定该模型突进距离有多
远时将掷骰结果减半。
传送冲击：在排兵布阵阶段中部署疫病领主时，可以将其部署在传送密室中而非战
场上。若如此做，他可以在您的任何移动阶段结束时，使用传送冲击抵达战场，并
被部署在距离任何敌方模型都大于 9 英寸的位置。

8

10

武器
武器

射程

类型

S

AP

D

瘟疫收割者

近战

近战

+2

-3

3

阵营关键词

混沌、纳垢、异端战士、死亡守卫

关键词

步兵、终结者、角色、疫病领主

技能
该武器为瘟疫武器 — 当您使用该武器进行攻击时，
可以对任何结果为 1 点的致伤掷骰进行重新掷骰。

心胸狭隘者不容许质疑。

9

5

7

攻击 (A)：此项表示模型在肉搏战中可

力量 (S)：武器造成伤害的几率。如果

以进行几次攻击。

武器的力量被标注为“同使用者”，

豁免 (Sv)：此项表示模型的护甲所给
予的保护。

则其等于武器使用者当前的力量。如
果武器的力量标注了 "+1" 或 "x2" 的加
成效果，您应当对使用者的当前力量

领导力 (Ld)：此项表示模型的英勇、
坚定或自控的程度。

属性应用所示的加成效果，来决定武
器的力量。例如，如果武器的力量为
"x2" ，并且其使用者的力量属性为 6 点，
则该武器的力量为 12 点。

5.单位构成
此项显示了单位中所含的模型。

护甲穿透 (AP)：穿透护甲的效果。

6.武器装备
此项显示了模型所装备的基本武器和

伤害 (D)：成功命中时造成的伤害

装备。

大小。

7.技能

至于可能被单位用作补充选择的其他

许多单位具有核心规则未囊括的激动

武器，通常在别处有详细介绍，例如

人心的技能；这些技能将在此项展示。

一些特典中。

8.武器

9.关键词

单位可装备的武器用下列一组属性来

所有的数据表都有一个关键词列表，

描述：

有时分为阵营关键词和其他关键词。
前者可以在您决定军队所包含的模型

射程：武器可以射击的距离。射程标
注为“近战”的武器只可用于肉搏
战。其他所有武器则被称为远程武器。
类型：所有武器的该项属性在核心规
则的“射击”和“肉搏战”阶段有详
细说明。

时作为指南，但其他时候，两组关
键词的作用是一样的。有时某项规则
仅对拥有特定关键词的模型生效。例
如，某条规则可声称其适用于“所
有星际战士模型”。这意味着该规则
适用于所有在数据表上含有“星际战
士”关键词的模型。

战锤 40000 特典

变更属性值
一些大型模型的属性值
会随着模型受伤而发生
改变——查看该模型剩
余的伤害点数，并在其
数据表上的图表中查询
对照的行，来决定该模
型的当前属性值。
您也会遇到可能会改变属
性值的技能和规则。尽管
所有的加成效果都是可累
加的，但您应该先对属性
值进行乘或除的操作（向
上取整），之后再进行加
或减的操作。
您可能遇到是随机值而非
数字的一个属性值。例
如，一个移动属性可以是
2D6 英寸，或者一个攻击
属性值可以是 D6 点。在
移动阶段，当一个带有随
机移动属性的单位被选中
进行移动时，则应掷指定
数量的骰子，来决定整个
单位的移动距离。至于所
有其他属性，应该在每当
单位进行攻击、造成伤
害等等的时候，在个体的
基础上——对每个模型通
过掷骰来决定属性值。应
记住的是，不论其来源如
何，标为 "-" 的属性不可
变更，并且一个模型的力
量、坚韧和领导力属性不
可被变更为少于 1 点。

现在您已经了解了数据表的性质和作用——连同其后的核心规则（当然再
加上您的 Citadel 微缩模型、战场、骰子和测距尺），您已经拥有了开始战
锤 40000 游戏及沉浸在史诗般战斗中所需的一切。
那么您将在何处看到数据表呢？当您购买了一盒 Citadel 微缩模型的时候，
数据表会随模型附在盒子里，此外它们还会在特典中出现。特典通常是您
所选择的某支军队（或者多支军队！）的终极资源，其中包含了属于某个
特定阵营的所有微缩模型的数据表。但并不仅限于此——特典中还包含了
体现军队性质的指定军队特殊规则，以及激动人心的军阀特性、策略、武
器装备，甚或独特的圣物。
每一部特典还包含了大量给予人灵感的背景资料、井井有条的信息、令人
叹为观止的艺术和微缩模型摄影以及色彩指南和徽章——这一切为在战锤
40000 宇宙中建立一个阵营提供了基础。更多信息参见 games-workshop.com
网站。

希望是奢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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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中的袖手旁
观者统统该死。不与
你并肩作战者即为你
应该消灭的敌人。”
— 斯克里普特里斯 ·慕尼
菲坎特

战斗
任务

除非您进行的任务另有要求，否则您

在战锤 40000 中进行战争之前，您需

可以任意使用您收藏中的地形标志来

要先选择一个任务。核心规则中包含

创造惊险刺激的战场。一般来说，我

的唯一一个任务 — 唯有战争 — 是您

们建议您在每个 2 英尺乘 2 英尺的范围

上手的完美选择。在本规则书的其他

内部署一到两个地形标志。若您的战

章节或者是其他规则书中可以找到更

场无法满足这些要求也不要担心，但

多的任务，您甚至可以自创任务。如

是记住，如果战场特别小或特别大、

果您和您的对手无法就玩什么任务达

特别贫瘠荒芜或布满地形标记，都会

成一致，双方玩家应该掷骰拼点，遇

或多或少地增加某一方阵营的优势。

平局重新掷骰，由最终掷出较高点数
的一方来决定任务。

战场
在久远的未来，无数光怪陆离的星球
上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战斗，宇宙中再
无未受战争侵扰之地。那些晶莹剔透
的卫星、被遗弃的宇宙荒舟、食肉的
死亡世界和噩梦般的恶魔世界，都只
是您在进行战锤 40000 游戏时能够重
现的众多壮阔场景中的一小部分。
战场可以是模型能够站立的任何平
面，比如，一个餐桌，或是地板。
虽然我们通常假设战场的尺寸是 6 英
尺乘 4 英尺（有些任务要求其他尺
寸），但是其始终要足够大到能容纳
您所有的模型 — 若不能，直接将战场
尺寸扩大就好。

军阀
当您集结完军队以后，任命一个模型为军阀。
若您的军阀是一名角色，则其可以使用军阀特质 — 这是一项能

如果您在某个特定的战区作战，或者
使用了某种特殊的扩展包，可能会在
部署战场时需要遵守额外的规则，或
者存在一些地形如何与您的战士互相
作用的特殊规则。在创建战场时要牢
牢记住上述这些要点。

军阀特质
D3 军阀特质
1

使其在同侪中脱颖而出的优异战术或者个人技能。在双方玩家
部署军队之前，您可以根据军阀特质表进行掷骰，来决定您的
军阀将拥有哪一项特质。或者，您也可以选择最适合军阀气质

战区与扩展包

2

传奇的战士：若该军阀在冲锋阶段进行了冲锋，则其攻击属性增
加 1 点，直至紧接着的肉搏战阶段结束。
无畏领袖：该军阀方圆 6 英寸范围内友方单位的领导力属性增加
1 点。

或者战争风格的那项特质。
3

12

生存专家：每当军阀将要失去一点伤害点数时，掷一个骰子。
结果为 6 时，该军阀将毫发无伤，不失去此伤害点数。

肩负起你的使命！

唯有战争
检验您是否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军阀的时刻来到了！挡在您和终极荣耀之间的是一支在您的毁灭之力面前负
隅顽抗的敌方军队。

军队

能量等级

您必须从藏品中挑选模型来组成军队，这样才能开

在战斗开始前，通过将军队中部署的所有单位的能

始该任务。您的军队可以包含任何模型。

量评分加总来决定每个军队的能量等级；等级较低
的一方玩家成为“弱旅”。如果双方的能量等级相

有时您会发现您没有足够的模型来部署一个最小

同，则分派部署区域的一方玩家成为弱旅。

型的单位（相关要求可以在各单位的数据表中找
到）；在此情形下，您可以用您可用的全部模型在

如果双方军队能量等级的差值在 10 至 19 之间，

军队中组建一个该类型的单位。

则弱旅一方获得一次指挥重新掷骰，若差值为 20

战场

以此类推。每次指挥重新掷骰只可使用一次，可

创建战场并部署地形。接着，双方玩家放置目标标

一个骰子。

至 29 之间，则弱旅一方获得两次指挥重新掷骰，
以在战斗中的任何时间点使用，并且只能掷单独

记，用以代表将被一方或双方玩家争夺的战术和战
略入口的位置。目标标记可以用任意合适的标记或
者地形来表示。每名玩家必须在战场上的任意位置

首回合

放置两个目标标记，确保它们相互之间至少间隔 10

由弱旅一方决定谁先开始首回合。

英寸。我们建议从掷骰拼点获胜的一方玩家开始，
双方玩家轮流放置目标标记。如果一方玩家军队中
距离某目标标记 3 英寸以下的模型数量多于敌方模

战斗长度

型（以标记的中心为端点测量），则该玩家成功控

战斗将持续五个战斗轮次，或者直至一方军队击杀

制了此目标标记。

了其所有敌人为止。

主要目标

胜利条件

在部署各自的军队前，双方玩家需要掷骰拼点。然

如果一方军队击杀了其所有敌人，则该方玩家立即

后，拼点赢的一方玩家根据主要目标表（见右侧）

获得大胜。否则，在游戏结束时，胜利点数较多的

掷骰来决定任务中将使用哪些主要目标。

一方玩家获得大胜。如果在战斗结束时，双方玩家
拥有相同的胜利点数，则弱旅一方玩家获得小胜。

部署

主要目标

在决定了胜利条件之后，没有对主要目标表掷骰的
另一方玩家将战场划分为大小相同的两半。接着由

D3 胜利条件
击杀与夺取：战斗结束时，每控制一处目标标记会

其对手来决定双方各自的部署区域。
1

随后由未挑选部署区域的一方玩家先开始，双方玩

为占领方增加 2 点胜利点数。当敌方的军阀在战斗
中被击杀时，玩家还能获得 D3 的胜利点数。

家每人每次选择一个单位，来轮流部署单位。玩家
只能在己方区域内部署模型，并且确保模型距离敌
方区域 12 英寸以上。继续部署单位，直至双方玩家
将其军队内的所有单位部署完毕，或者您已没有战

古代遗迹：在第一个战斗轮次开始并且在首回合开
2

场空间来部署更多的单位。

始之前，随机选择一个目标标记；将其余的目标标
记从战场移除。游戏结束时，控制剩余的这处目标
标记会为占领方增加 6 点胜利点数。

3

主宰：每回合结束时，每控制一处目标标记则为占领
方增加 1 点胜利点数。胜利点数随着回合而变化。

复仇才是面对背叛的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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